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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实
父亲？是的，父亲，父

亲！父亲离去一转眼就已经
有3年了。

他的面孔虽显暗淡，仍
保持着那份优雅。

我 和 他 说 话 却 又 没 说
话，心里总是沉甸甸的。

我们之间隔着胆怯，胆
怯靠他更近一些，彼此用微
笑来填补沉默。

然而，微笑转瞬即逝，
沉默使得我们远离，各自缩
回自己的心底，我们都在对
方的脸上看到各自所怀的孤
寂。

最终，还是我先开口。

他 的 所 答 ， 却 像 诗 歌 ， 跳
跃，空灵，难以把握。

好在我还善于分析，善
用一种散文的语言透出某些
具体的气息。

凡事具体，就很难说。
差别细微，节奏完美，

亲密却又有点隔膜。
他的这种语言方式让我

想 起 许 多 许 多 ， 即 使 我 不
想，也会想许多。

母亲？是的，母亲，母
亲！母亲一眨眼也离去 3 年
了！

想起母亲我就想起她常
讲的这句话：井水挑不干，
力气用不尽。这句话的意思
是：做事就要尽心尽力，不
要想着藏奸躲懒。

我很喜欢这句话。这话
很投我的脾气。

若是做事，力不能及，
我是情愿自己累死，也不愿
意依赖他人，而使生命延长
一天。

知道这样很愚蠢——他
人若是愿意帮助，为何不能
接受帮助？

何况，即使就是井水，
也可能有挑干的时候。

挑干了，就没了，就做
不成任何事了。

道理很明白，还是不愿
意，还是不愿麻烦他人。

活着，能不麻烦他人，
是件多么美好的事情。

邱凤姣

桥二井，位于湘中仙女峰山麓，归水河的
两岸，曾是桥头河煤矿最大的工区，于1992年
政策性关闭矿井，从此这片黑土地成为数千矿
工与家属的故地。

我和桥二井一别数十年光阴。那里有我的
豆蔻年华，有我最初的人生梦想。我和父亲在
那里度过了今生相处最多的时光，两代煤矿人
的青春年华都随汗水洒落在那片黑土地上。桥
二井并非故乡，却比故乡更让我魂牵梦绕。

阔别经年，我在这个春天悄然归来。当年
我和父亲住过的平房仍在，屋顶完好，门窗也
无朽坏。曾经整洁的小院稍显凌乱，稀稀落落
的菜花盛开，法国梧桐树只留下粗大的树蔸。
小院无人，褪色的彩旗在屋檐下轻飘。平房里
和我一起长大的男孩女孩，如今都在半百左
右，他们像蒲公英一样被生活的风吹离了矿
山，在异乡异地落地生根。

曾经的邻居刘叔叔，垂着一只空荡荡的袖
管在菜地忙碌。上世纪70年代末期，刘叔叔在
井下失去一条胳臂，不得不提前办理病退。那
时桥二井正在热火朝天的建设中，职工家属需
要去 10 里外的七星街邮电局取邮件，极不方
便。1980年春，刘叔叔向工区申请了一间小房
子，开设了邮政代办所，义务为职工家属以及

周边村民服务。他不取分文报酬，风雨
无阻坚守14年，直到矿井关闭。

顺着山势往上，是一幢幢红砖青
瓦的平房。久无人迹，蔓生的野草填充
着房前屋后每一处破裂的水泥地，台
阶青苔翠绿，满是“苔痕上阶绿，草色
入帘青”的朴素与幽静。

地势最高处的小四合院，是当年
的子校。我踩着浅草到达校门口，两栋
丁字形二层小楼的玲珑校园映入眼
帘。水泥旗台芳草萋萋，小黄花星星点
点。我生平第一次上讲台，就在二楼楼
梯口那个教室。我就是在这里走上了
教书育人的道路，并且深深爱上了这
个不起眼的职业。

井口是煤矿的灵魂所在地。那条
从井口通往株木火车站的电机车路已
无迹可寻，但横贯归水的高架桥还很
威武。当年，电机车拖着一列装满煤炭

的车厢，轰隆隆地飞驰过桥，声势浩大。电机车
司机穿劳动布工作服，戴安全帽，昂首挺胸，神
情专注，有着火车司机般的神气。

上班时分，矿工们穿着一身无法洗净的工
作服，有的把矿灯挂在安全帽上，有的搭在肩
膀上，脚穿长靴子，大步流星往井口走去。他们
站在运煤的小矿车里，井架上飞轮旋转，3米绞
车绳将他们有序送入井下——那是煤矿井口
独特的“电梯”。下班时，矿工们一个个鱼贯而
出，浑身上下黝黑，张口便露出一口洁白的牙
齿，眼睛在黑脸上闪闪发光。

如今，井架仍然矗立在蓝天下，俯瞰着归
水远去。井架下面的机电车间，已经被扶贫安
置点取代。井架无言，却见证了矿山的兴衰，也
目睹了今天的岁月静好。井口库房的青石墙
面、依稀可辨的标语，寄托了多少矿山人打造
江南煤田的情怀。

曾有人说，煤矿工人是一个用汗水和泪水
铸成的名词。我目睹过矿工的伤亡，看到过矿
工妻子撕心裂肺的痛哭；我也熟悉许多矿工患
矽肺病以后的痛苦情形，我的姑父就是一名因
重度矽肺病中年去世的矿工。我的学生小霞的
父亲，也把生命留在了桥二井的巷道里。丈夫
平安出井，成了矿工妻子每天的守望。

那时候，食堂的老面包子馒头和花卷，又
香又甜又筋道。职工俱乐部每周放映电影，工

会经常组织职工体育活动，重大节日举办晚
会。锅炉房免费供应开水，公共浴室免费洗澡。
每天黄昏，矿工家属们怀抱花花绿绿的衣服，
有说有笑去澡堂，也是一道温馨独特的风景。

到了年底，每个职工可以分到10斤鱼、10
斤白糖。在物质还比较匮乏的年代，这两样东
西会给矿工们带来许多欢乐。放春节假时，由
矿里统一安排大篷车免费接送职工。那时，交
通不便，坐大汽车回家是一种特殊的福利，是
作为煤矿人的一种荣耀。

上世纪90年代初，矿井关闭，数以千计的
桥矿人开始四处漂泊，哪里适合停留就在哪里
扎根。当年农转非使他们失去了宝贵的黄土
地，矿井关闭又让他们失去赖以生存的黑土
地。顽强地活着，让下一代有个美好的未来，是
几代煤矿人的梦想。

人的一生很长，遇到的许多人和事会像流
星划过夜空，不留下痕迹。有过桥二井经历的
人不是这样，他们的骨子里、血液里曾浸润过
煤炭执拗的冷香。矿山热闹的场景早已远去，
重回故地，当年热血沸腾的梦想又在我胸中激
荡。

我试图寻找扎根这里的54户矿工，问候他
们的今天。他们在，矿山不老。他们不走，矿山
的气脉一直存在。那种氤氲的气脉里有我的父
辈，有我，也有和我一起长大的矿山兄弟姐妹。

使他们安守光阴的，是满身风霜，还是岁
月磨损不掉的骨子里的力量？他们是幸运的，
国家没有忘记他们。为了改善民生，保证老工
矿家属区的供水、供电、供气以及物业管理，新
冠疫情刚过，由地方政府部门主管的“三供一
业”改造项目已经动工。过不了多久，桥二井生
活区又将旧貌换新颜。

抬头远望，春日暖阳下的桥二井，似乎一
个久经风雨正在谛听万物的长者。阳光斜斜地
洒下来，给陈旧的房屋镀上淡淡的金色。新绿
的斑驳梧桐树、枝梢上凝望的鸟儿、坪里伸着
懒腰的大黄狗、长凳上打盹的老矿工……

我慢慢穿行在这一片无语的老巷子里，仔
细寻觅尘封的记忆。春天来了，风柔柔地飘来，
吹动我内心沉潜的炽热情怀。一步一声轻响，
每一步似在通往未来。当一个人或一个地方完
成了前半生的庄严使命，转换成自己愉悦的方
式生存时，所有的过往不是都值得我们致意
吗？

徐虹雨

一
有人来到我的老家，拍摄了

一组照片发给我。
点开图片，我看见了那些曾

经异常熟悉的场景。但是，闻不到
家乡空气里特有的味道，脚步触
碰不到家乡土地上的体温，这便
都不算见着了老家。

有些路，还得我自己去走。
喜欢在一个地方待着，也许

并一定是因为喜欢，只是因为习
惯。习惯在同一条路上走来走去，
便走不出那条路了。走得再远，那
条路都在我们脚下，随着我们的
脚步一直在延伸。

其实，这也是我在一个离老
家有段距离的地方生活20年后，
才知道的。我一直带着这条路在
行走。或者说，这条路，一直在随
着我前行，随着每一个离家的孩
子前行。

这条路，便是回家的路。
带着这条路，我在一个异乡

待了下来。20 年的时间，足够我
把一座全然陌生的城市住得异常
熟悉。熟悉得让人听不出我的异
乡口音，熟悉得让我自己都以为
我便是这里的人。

慢慢发现，一个人在异乡待
久了，宛如装在容器里的一杯水，
保鲜期一过，水面会浮出绿色的
霉。

我们的身体也会慢慢生出不
易察觉的霉。需用故乡的太阳晒
晒才会痊愈。

故乡的太阳，无论我们晒多
久，都是新鲜的。

只因，故乡的保鲜期，是一辈
子。

二
每到放长假，我便十分羡慕

那些拎着大包小包回老家的人。
多好啊，吸吸老家的空气，

会会老家的旧人。返程时，行囊
里装上老家栽种出来的新鲜果

蔬，和一些培植在老
家 田 埂 里 的 陈 年 旧
事。那味儿啊，该就是
酒的味道吧，绵长而
隽永。

只是，我已
经 失 去 老 家 10
多年。

也曾回老家
去看。只是，脚下
没有了一块属于
自己的砖，走在
上面，总觉得不
踏实。

老家的不少亲戚，也一家家
地搬到了别的城市。如一只只蒲
公英，被一阵接一阵的风吹远。有
的是随孩子搬迁，有的是随工作
调离。

到了春节等长假，他们又会
被一阵风吹回来。是啊，他们还有
老家。外地的房子，只是栖息了他
们的身躯。

前几年，跟随着母亲回到她
的老家。母亲孩提时代的许多事
情，只有在老家的土壤里，才会被
唤醒。

沿着田埂走着，母亲的记忆
苏醒。

这里曾经是一条小河沟呢，
那年，我和明秀用竹篓网过不少
鱼。

这片稻田里，以前多的是青
蛙。到了晚上，打着电筒，光一射，
那些青蛙就趴着不动。现在，青蛙
可不能随意捕捉了呢。

老家门前，是一个水塘。那时
我们大人要出工，小孩在家。你们
太小，我们不放心啊。就将你们兄
妹几个用绳子拴在一张方桌下。
那张方桌可大可沉了，你们根本
弄不动它。等我们回来，桌子却在
外面。

母亲很兴奋地回忆着。
母亲的脚步随着田埂朝前行

进，我们的心却朝着时光流逝的
反方向，往后探寻。

尽管，有些故事，在家里曾听
母亲提及，但只有到了故事的原
生地点，那些细节与场景，才会真
正鲜活。

遇见几位老人，母亲更是激
动握着她们的手，站在田埂边，一
讲便是老半天。她们叫唤着母亲
的乳名。

田埂边站着的这些老人，
脸上皱纹交错，如纵横交错的
田埂。每一道褶里，都生长着不
少岁月的旧事。这些老人该是
村里年纪最大的吧，她们记得
不少事情。一点一点，零零碎碎
的讲述，便将过去的一些场景
拼凑成一幅幅画面，呈现在母
亲眼前。

母亲哭。母亲笑。母亲回归到
了孩提时代。

老家，存在的意义，大概最重
要的一点，就是如此吧，它能让我
们回得去，能见得到过去的自己。

人的脚步，总是朝前，更远地
离家。仿佛离得越远，才叫越成
功。

人的心，却时常会向后，更近
地触摸原乡。似乎隔得越近，才越
懂自己。

还有老家的人，别丢掉他们。

李梁宁

母亲离开我们已快一年了，然而，
她的严格和严厉，却时刻在我们的记
忆中挥之不去。

俗话说“严父慈母”，然而，我体会
更多的是“严父严母”。母亲年轻时是
一个漂亮而又强势的女性，她在县城
的一所重点小学担任教导主任，平时
对老师和学生要求非常严格，有时甚
至苛刻。检查老师的备课一点不讲情
面，经常把年轻教师批评得眼泪汪汪；
抓学生的纪律比部队还严，尤其是开
大会，最看不得老师在台上讲话，学生
在下面嘀咕。而我恰好是一个开大会
就喜欢躲在后排与同学讲小话的学
生。这样，每次学校开大会，母亲的眼
睛就像雷达一样紧盯着我，我一张嘴，
她就立马走到我身边以示警告。如果
不改，她就当着全校师生的面点我的
名，并且罚我散会后与讲话的同学一
块打扫会场。这样一来，同学中还有谁
敢与我坐在一起？干净、彻底地断了我
开会爱讲小话的坏毛病。

母亲的脾气一直不是很好，动不
动就爱训人，如果批评了你不听，她就
会大发雷霆，所以，学校的老师和学生
们都很怕她。有一次，一位高年级的学
生因为没按时完成作业，班主任老师
将其留校，这个学生竟然画了一张丑
化班主任的漫画夹在作业本里交给老
师。这下矛盾很快激化，班主任把漫画
和作业本连同这个学生一块交给母
亲，请学校来处理。母亲先是耐心批评
教育这个学生，可他一直狡辩，就是不
肯承认自己的错误。结果母亲大怒，一
巴掌狠狠地拍在桌子上，把手上的金
属表带都震断了，这才把那个学生震
住。

可这一留校、谈话、补作业，吃
晚饭的时间早过了，那位同学还未
把作业补完。按照我们家的规矩，母
亲不叫吃饭，我们谁也不敢动筷子，
所以，只要母亲一留下学生，我们就
会跟着陪饿。这时，母亲出来悄悄叫
我到学校食堂买份饭菜送给这位同
学 ，我 马 上 照 办 ，买 了 饭 菜 送 了 过
去，那位同学瞪大眼睛望着我，他怎
么也不敢相信，这么凶狠的老师会
给留校学生买饭菜？他擦擦眼晴，接
过饭菜，没敢动筷，而是抓紧时间很
快把作业补完，并且主动写了一份
检讨书交给母亲。

从这以后，那位同学像变了一个
人似的，认真读书，不再捣乱。恢复高
考后，他考入某重点大学，如今是某重
点大学的教授、博士生导师。20 多年
前，他回家探亲，专门登门看望了我母
亲，记忆犹新地讲述了这个“拍断表带
训人，买来饭菜暖心”的故事。

母亲在讲台忘我工作了30多年，
桃李遍及五湖四海。她在家里与学校
一样，对儿女要求严格，有时批评我们
甚至比批评其他学生更加严厉。几十
年来，她的心血全部扑在了教书育人
的事业上，很少管过我们的生活和学
习。所以，刚刚读小学的我们，就学会

了自己做饭炒菜买东西，生活全部自
理。

在那特殊的年代，我们家受到了
冲击。大街上贴满了父亲的大字报，学
校里也贴满了母亲的大字报。一夜之
间，10 岁的我和 12 岁的姐姐，被取消
了读书资格，并被“勒令”打扫学校礼
堂、操坪和厕所的卫生。一天，一些不
谙人事的学生，硬说我们打扫厕所不
干净，要批斗我们。在一片“打倒”的口
号声中，一位三四十岁的汉子冲进队
伍，抓住那个喊口号的伢子“啪啪”就
是两巴掌，边打边吼道：“王八崽子，不
好好读书，在这里干这种缺德的事。你
哥哥姐姐都是人家爸爸妈妈一句一句
教出来的！”说完，那汉子又回过头来，
挥舞着拳头对其他学生吼道：“都给我
滚回去！”也许慑于他的拳头，也许被
他吼醒了良知，绝大多数学生离开了
队伍……

白天受到这么强烈冲击的我，回
家后一直惊魂未定。母亲没说半句安
慰的话，而是用严厉的目光看着我们，
反复叮嘱道：“要学会忍受。”然而，当
我们入睡后，母亲却一个人悄悄跑到
邮局，打长途电话给几百里外的舅舅，
要他赶快把我接走。其实，母亲是担心
我幼小的心灵难以承受得住这史无前
例的风暴。几天后，我便去了舅舅那
里，并且在那里完成了小学学业。从那
时起，我慢慢读懂了现实，读懂了社
会，读懂了人生；学会了生活，学会了
吃苦，学会了坚强……

几十年来，我与母亲相处的日
子里，既有着血脉亲情的深深依恋，
更有着师生之间的师道尊严。母亲
那严厉的面孔背后，蕴藏着一种深
沉 的、无 法 用 言 辞 表 达 的 厚 爱 。如
今，母亲走了，望着母亲的照片，我
想起了舒婷的那首诗《啊，母亲》，
诗的结尾入木三分地道出了儿女思
念的真情：

呵，母亲
我常悲哀地仰望你的照片
纵然呼唤能够穿透黄土
我怎敢惊动你的安眠
我还不敢这样陈列爱的祭品
虽然我写了许多支歌
给花、给海、给黎明
呵，母亲
我的甜柔深谧的怀念
不是激流，不是瀑布
是花木掩映中唱不出歌声的枯井

故地桥二井

父
亲
和
母
亲

故乡的保鲜期
叶志勇

从宿舍里把棉被拎出来，肩
上扛着沉重的木箱，我就踏上了
回家的路程。高考结束了，学习
告一段落，就休息吧。

院子里静悄悄的，我在卧室
里打开箱子，满满的一箱书散发
出清芬的书香。高中三年，除了
啃课本，就是看这些所谓的闲书
了。父亲读书不多，但不反对我
买书看，只是说，钱都去买书了，
生活就苦了。虽是叹息，却很欣
慰。

我在书桌前坐下，看那些
看了多遍的书，或来不及看完
的书。一个个文字精灵似的跳
动，在炎热的夏日扇动着美丽
的翅膀，让枯燥的上午或下午
风生水起。记得《牛虻》一书在
夜 以 继 日 的 阅 读 中 ，渐 读 渐
薄 。牛 虻 的 命 运 揪 住 了 我 的
心，对改造世界的狂热，对爱
情的纠结，似乎在一瞬间充溢
着我的心房。我对高考后的日
子，就有了迷茫与焦躁，有了
憧憬与期待。

想了想，我对父亲说，我想
挖菜地。父亲在小冲向阳的坡地

上，辟了一处菜地，大约六七十
平方米。那里土地贫脊坚硬，往
往我一锄头下去，身体就一震，
要不锄头就卡在地中。我很佩服
父亲，这样的土地里竟能生长出
青绿的菜蔬，结出硕大的南瓜与
冬瓜。于是在很长的日子里，我
在那片菜地里辛苦地劳作着，希
望在执著中打造自己生活的韧
度，不惧风雨，不畏烈日。

夜晚的时候，在渐渐凉爽
的屋子里，又手捧书本，沉浸
在书海中。未来未明，但人总
是要静下来，与其焦躁不安，
患得患失，不如沉下心来，做
做自己认为值得做的事。

从学校拿回高考成绩分数
条，我在小冲的菜地上找到了父
亲。父亲问我怎么样，神色很是
慎重。我至今还记得那时情景。
我沉声说道，没考上。父亲拔草
的手就一抖，停了一会，他说，不
要紧，再考。我不忍再骗他，马上
对他说，我考上了。他抬起头，看
着我笑了。

高考后的那个暑假，波澜不
惊，平淡无奇。但我却时常想起。
有时就想，看看书，挖挖地，这是
多么质朴而又快乐的事。

深
沉
的
母
爱

王家富

一阵风过，噙了半天的泪
终究溢出
大颗大颗地砸向头顶
吓得林间
散步的慵懒，花容失色

浓密的枝叶间
散发出好闻的湿气
像回潮的书本
抱怨久等不至的主人
老天下了一天又一夜
不知道是老天下累了
还是雨滴下烦了
短暂的间歇
让奔跑
像一枚石子，在湖面
点击出层层涟漪

镜 中
我体内一定有一只猛兽
朴实无华的衣衫
勒紧拼命逃窜的野性
被夜幕
放牧
在梦中，尤甚

如果没有
时常换洗
且紧跟时代变幻的衣服
我会不会被镜子
纵虎归山
而最昂贵的那一套
是不动产
而最不动声色的
是形形色色的镜子
眸子一样雪亮着

高考后的耕读日子

雨

后
（
外
一
首
）

汉诗新韵

新人佳作

名家新作


